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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生命的大问题 

Answering the Big Question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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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的 Mind Games (「心理游戏」)会议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教导学生认识

三个主要的世界观—Naturalism (「自然主义」)、Pantheism (「泛神论」)及
Theism (「有神论」)，以及它们对周遭文化和学生将来在大学所面对的思想的

冲击。虽然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有神论宗教，但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教基督教

世界观，这是我们自然地接受的，因此，我将会以基督教有神论来演绎。 

在这篇文章，我将会探究生命中五个最大的问题，以及各个世界观会如何为这

些问题提供答案︰ 

 为何是「有」，而不是「无」？ 
 你如何解释人性？？ 
 人死亡会发生甚么事？ 
 你如何断定对与错？ 
 你如何知道你知道？1 

为何是「有」，而不是「无」？ 

生命最基本的问题可能是──为何是「有」，而不是「无」？我为何在这里？

为甚么不是甚么都没有的呢？ 

                                                 
1这些问题均摘自 James W. Sire 的著作 The Universe Next Door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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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Maria Von Trapp 在电影 The Sound of Music (「仙乐飘飘处处闻」)都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她与队长在露台向对方互相唱出爱慕之歌时，她哼着︰

「没有东西是从无而来的，没有一样可以是这样而来」。 

然而，自然主义相信在物理宇宙之外并无其他实在(reality)，自然主义者会对

这个基本问题提出两个答案。直至几年前，自然主义充满希望的祈愿就是物质

是永恒︰宇宙一直都存在，将来亦会存在。问「为甚么」并没有意思，因为宇

宙只是简单的存在。讨论到此为止。不幸地，我们从天文学研究所得到的证

据，清楚显示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宇宙就像收起了的，现在宇宙正不断展张

自己。证据说明，在过去的某一点有一个开始，而物质几乎肯定不是永恒的。

这对于自然主义者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相信现在的一切皆来自「无」。首

先，出现「无」，然后出现「有」，岂非无中生有？ 

有神论相信一切是一个很大的「一」的一部份。它来自两个希腊字︰pan 意指

「一切」及 theos 意指「上帝」。有神论说，所有为一，一切是上帝，因此我

们是与宇宙之一份子；我们是上帝。我们是造成宇宙非位格上帝性之一部份，

为何总是「有些」，而不是「无」，有神论说，一切皆有非位格的开始。宇宙

本身有智慧，带给自己生命。存在「有些」，其实是能量简单地表达自己。假

若你曾经看过电影星球大战，你就看过描述有神论非位格能量场的概念— 
「The Force」(「力」)。因为宇宙的开始有非位格原体，「为甚么」的问题就

不是核心问题了。就像自然主义，有神论基本是说「我们并无那个问题的最佳

答案，所以不会去想它」。 

基督教有神论相信，上帝是一个有位格、超越宇宙(包括我们)的创造者。这个

世界观我最近曾经在一件 T 恤上见过︰ 

「在你的生命里有两件事可以肯定。 

1. 有一位上帝。 

2.  你不是祂。」 

基督教有神论充满信心回答「为何总是「有些」，而不是「无」？」这个问

题，首先有上帝，而甚么都没有，然后祂简单地用说话，创造宇宙，宇宙就出

现存在了。圣经开卷的第一句就是这个问题最基本的答案；「起初，上帝创造

天地。」 

你如何解释人类本质？ 

另一个生命最大的问题是，你如何解释人类本质？为何人类会像我们一样行

事？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何我如此好，而你如此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名犹太少女在她与家人为逃避 Nazis，而藏在阿姆斯

特丹一间房屋的密室时，写了一本日记。Anne Frank 的日记悲痛地发现她如

何决定一个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方法。仁慈和祝福的行为看似显示人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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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善；但明天，Anne 看见另一个野蛮的邪恶和折磨的行为，她就会想或许人

最终还是性本恶。看了她的日记，我紧记着在心里带着这个问题寻找答案，直

至我信主后，才在上帝的话语里找到答案。 

自然主义说，人类与进化的社会动物相差无几。并无甚么可以真正将我们与其

他动物开别出来，所以我们所有的行为可以根据行为来解释，帮助我们生存及

繁殖。自然主义说，你生命中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孩子。如果做不到，就协助

其他用你的基因生子孩子。类似使你想在早晨从床上跳起，对不对？ 

另一个自然主义提供的答案是，我们生来似是一张白纸，然后变成写在上面的

一切。你可能混入某此遗传因素，在这个情况下，人类本质就似是基因与环境

所产生的产品一样。 

泛神论解释人类本质为，我们皆是神的一部份，但我们的问题是，忘记了我们

是神。只需要重新教育及再开始活像我们原本是神的样式。我们的人类本质将

借着泛神论所称「宇宙认知」而获得提升。根据新纪元的思想，人类的问题是

我们患一种集体形式的形而上健忘症。只需唤醒我们，叫我们记得自己是神。

泛神论说，当人要变坏的时候(即是忘记自己是神的结果之一)，如果他们在今

生做了些稍为不属灵的事，他们将要在转生时在下一世为此付上代价。我有一

位佛教朋友，他拒绝在屋内杀死昆虫，因为她说它们前生做了坏事，所以今生

做虫，而她的家不是过早打乱它们因果报应的地方。 

基督徒世界观在这个问题「你如何解释人类本质？」提出最令人满意的答案。

圣经教导，上帝创造我们，肩负祂的影像，使我们与一切创造物区别出来。但

当阿当与夏娃选择背叛、不顺从时，他们犯罪，扭曲及损毁了神圣的影像。我

们照神的影像受造的事实解释我们可以做得尊贵、有创意、正面积极；我们爱

不顺从及反抗神在公义的地方作为我们生命中的王，这个罪人的事实正解释了

我们为何是邪恶、具破坏力，以及充满负面行为。这个对人类本质的圣经角

度，启示为何人类能够同时制造出圣母马利亚，又制造出大屠杀的原因。 

人死亡会发生甚么事？ 

在电影 Flatliners 里，医科学生轮流将每个人的心脏弄停，让每一个人都有机

会经验死后会发生甚么事。几分钟后，他们使这些形而上的旅行者复活，这些

人告诉其他人他们所见的。在最初想出这个想法的医科学生，解释做出这项危

险实验的理由︰「死后会发生甚么事？人类应该知道答案。哲学家不能提供答

案；宗教又不能。现在，交给物理科学了。」好吧，可能宗教不能提供答案，

但主耶稣又能够。但首先，先说说自然主义如何为这个问题给予答案。 

因为自然主义的世界观说，在空间、时间和能量之外甚么也没有，自然主义坚

持死亡带来位格消失及事情紊乱。或者，正如我的兄弟在他的无神论时期对我

说︰「当你死时，你会似路边那只狗。你死了，就是如此而矣。」对于自然主

义者，死后没有生命。尸体循环回归大地，而包括为人的思想及情绪的能量则

永远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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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神论教说轮回转生，相信所有生命是生与死之间永无止息地轮回。每个人死

后，就是再生为另外一个人，或是另一些东西，或者是其他。你下一世的投胎

位格视乎你今生如何活过。这个就是因果报应的概念，即是生命因果的定律。

若你行恶或选择行事鲁莽，你将须再世为鼠或牛，慢慢赎回坏的因果报应。若

你,真的坏，你可能会成为一只白蚁。但若果你是好的，你将会成为一些奇妙

大能的人。新纪元的信徒有时会做一些他们称为「前生治疗」，即是回到今生

之前，出世之前，以及几世之前。我想人经常看似活过像 Cleopatra 般灿烂，

而永不会想似是个拾荒者或是刽子手吧。 

基督徒有神论处理这个问题「人死亡会发生甚么事？」时，以简单、一点都不

无聊的答案，但绊跌多人千年。死亡是一度闸门，走去永与神一起享天福，或

是把人带去一处可怖的地方，永远与神分离。决定一个人去天堂还是地狱，是

视乎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给我们关于祂儿子的光—耶稣基督。当我们悔改，承认

我们是罪人，需要那些我们不当得的恩慈，以及信靠主耶稣，让祂拯救我们脱

离罪恶并逃离罪带给我们的惩罚、祂内住在我们心内并在我们死后，把我们带

往天堂，与祂永远一起。当我们维仍叛逆上帝时，主动不顺从祂或被动地莫视

祂，罪的后果仍然归我们，而上帝就容许我们带着罪直到永远—但郄与祂、一

切生命及希望分开。「落入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希伯来书 10︰31)。但

堕入那位爱人，祂爱你灵魂、走在你前面为你预备地的臂弯内是可等美好﹗你

选哪一样呢？ 

你如何断定对与错？ 

生命中最大问题之一是「你如何断定对与错？」「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的作者 Steven Covey 有一日出席 Oprah Winfrey 的清谈节

目。他要求观众闭上眼睛、用手指向北面。当他们再打开眼睛，看见数以百计

的手杂乱地指向不同的方面。当 Covey 先生拿出指南针，并说︰「这东西让

我们知道北方在哪里。你不能够靠自己知道。」他用了一个有力的对象教道，

指出基督徒有神论如何回答这个生命的大问题。 

自然主义说，在我们本身以外并无绝对。并无最终权威，因为空间、时间和能

量全就是这样。根本无对与错这些东西，因为无对错的提供者。所以自然主义

尝试提供几个不甚满意的答案，处理这个道德问题。其中一个信念是—无自由

选择，我们所有行及信仰皆由基因控制。我们就像最细小的动物或昆虫般，决

定自己的行为。另一个信念是—道德价值由其本身厘定；事物本身应有的方

式。若你受丈夫虐待，事情就是那样，所以就应该那样。甚至更差的是，强词

夺理的道德观念是︰权力就是道理。恶霸决定事情应该如何，因为他们较强，

并且比其他人更卑鄙。这正是极权主义的统治手法；有权力的人决定甚么是

对、甚么是错。 

泛神论说并无最终的对错这回事，因为每件事皆是对错、善恶这个极大、无差

别的整体之一部份，皆是宇宙「一体」的部份。还记得 Star Wars (「星球大

战」)吗？「力」同时为善亦为恶。无神论否认哲学基本原则中之一条，就是

两件相对的事物不可能同时存在、真实。因为无神论否认绝对，可以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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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就是所有对错都是相对的。对错由文化及环境厘定。所以谋杀一个人

的未出生婴儿可能对某人来说是对，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错。 

有神论认为存在着绝对真实这回事，并且，有绝对的对与错。我们可以借着自

己以外的超然来源及世界以外的资料而知道。基督徒有神论认为，创造我们上

帝亦已与我们沟通若干真理。祂一般已透过祂的创造及透过祂的话语(圣经)特
别地及明白地与我们沟通。我们称之为启示。基督徒有神论认为，绝对真理源

出自上帝自己(祂就是绝对)；祂就是真理。作为创造者，祂有权告诉我们对与

错的分别，祂亦已小心地告诉我们有关对错。 

这是为何 Steven Covey 的说明会如斯有力。当他拿出指南针，告诉我们需要

超然的数据源，一些我们本身以外的东西，而那是肯定及不变的，告诉我们

「北方」的道德等价物。我们是受造的受造物，倚赖创造主提供活出正确生命

的数据。上帝已经在启示中给了我们指南针。 

你如何知道你知道？ 

这个问题通常不会在工作里午餐时份的餐厅内出现，就算最好奇的幼儿经常问

问题的，通常都不会问这个，但无论如何，那是最重要的问题︰你如何知道你

知道？在电影 Terminator 2(「未来战士第二集」)里有一幕名场面，机械人

Terminator(「未来战士」)被派去保护的大男孩，受到几个流氓恐吓。未来战

士即将把其中一名流氓打死前，那大男孩大喊︰「你不可以这样做﹗」由

Arnold Schwarzenegger 饰演的未来战士问︰「为甚么不可以？」那男孩抗辩

︰「你就是不可以随处杀人﹗」「为甚么不可以？」那男孩说︰「相信我，你

就是不可以。」他知道，杀死另一个人类是错的，但他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

的。在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人亦是如此﹗ 

自然主义相信，空间、时间和能量之外，无法给人类内心为这个问题提供答

案。把事情归纳出来的合理思想是我们获得知识的一个主要途径。人类理性是

我们寻求案的好工具。内心是知识之源的中心。知识的另一途径是靠累积观察

及可衡量经验的干硬科学数据。我们知道可以透过一些可以衡量的东西枇理

解。由于自然主义否认所有超自然主义(所有自然世界以上或以外的东西)，人

类心露可以解释及衡量的东西，就成为获得知识的仅有标准。 

泛神论一定同意这个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评审。泛神论的信众非常侧重

个人经验。举例，过去几年的尚未成熟的接近死亡经验和死后经验，对于新纪

元信徒极端重要。这些经验通常证实泛神论思想所预见的，那些预见否认绝

对，例如耶稣是唯一通往上帝的基督教信条。甚至，前生治疗的经验已说服若

干基督徒相信来生，即使圣经明确否认这种神学，因为个人经验通常被认为认

识真实的最有效方法。 

基督有神论认为，人类理性及认知是获得知识的合法途径，但我们不可单单倚

赖这些方法，因为是不足够的。我们需要获提供这个系统以外的若干数据。我

们以外的启示者向我们提供一些其他途径不会得到的数据。来自知道一切的独

一者揭示的真理，启示是另一个途径，不单只是合法，更是明白某些重要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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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途径。启示让我们知道地球、宇宙和人类是如何被造。启示让我们明白

上帝想我们如何行事及如何自处。启示是让我们明白世界将会如何终结，天堂

是何样。以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为启示，是唯一途径让我们经验「与上帝同

在」。 

自然主义的答案不足够、令人失望及错误；泛神论的答案则虚浮不定、不切实

际，亦是错误；但基督教有神论，即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则充满希望、与现实

一致，并且在心灵内一起共鸣，是非常非常正确的答案。 

c 1996 Prob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甚么是 Probe? 

Probe Ministries 是一间非牟利机构，目标是透过媒体、教育及文学，重申在

西方文化里，基督教思想及价值的重要。在寻求达成这个目标里，Probe 
Minstries 在整合学术及传统基督教两者上，提供自己的观点。 

此外，Probe 会作为情报交流所，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教会及社会分享。 

欲更多了解 Probe Ministries 及其事工，可致函以下地址︰ 

Probe Ministries 

1900 Firman Drive, Suite 100 

Richardson, TX 75081 

(972) 480-0240 FAX (972) 644-9664 

info@probe.org 

www.prob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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